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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23                      证券简称：北京君正                      公告编号：2022-061 

北京君正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

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陈大同 监事 未出席会议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的风险提示 

公司监事陈大同先生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原因是：陈大同先生未出席监事会会议，未签署关于

2022 年半年度报告的书面确认意见。请投资者特别关注。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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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北京君正 股票代码 30022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敏 白洁 

电话 010-56345005 010-56345005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 10 号院东区

14 号楼一层 A101-A113 

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 10 号院东区

14 号楼一层 A101-A113 

电子信箱 investors@ingenic.com investors@ingenic.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2,804,413,134.08 2,335,807,206.81 20.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11,003,843.55 355,011,546.35 43.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496,513,746.45 337,409,530.90 47.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8,453,302.90 512,665,467.87 -127.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611 0.7570 40.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611 0.7570 40.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3% 4.25% 0.5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11,965,875,175.30 11,335,026,226.16 5.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827,172,348.99 10,300,719,539.47 5.1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59,658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持有特别

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

总数（如

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屹唐盛芯半导体产

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57% 60,546,704 0   

上海武岳峰集成电路股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57% 60,544,3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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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上海双创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上海集岑企业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28% 49,487,691 0   

刘强 境内自然人 8.40% 40,475,544 30,356,658 质押 15,375,800 

绍兴韦豪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0% 24,078,487 0   

李杰 境内自然人 4.62% 22,249,723 17,702,117 质押 5,2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诺安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5% 17,558,882 0   

北京华创芯原科技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5% 15,629,694 0   

冼永辉 境内自然人 2.26% 10,873,659 8,170,244 质押 3,689,498 

张紧 境内自然人 2.01% 9,671,685 7,426,26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刘强先生和李杰先生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

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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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事项 

2022 年 5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2022 年 6 月 10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2022 年 6

月 15 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向 246 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200 万股。 

 

 

北京君正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强             

 

二○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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